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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本》等人文类图书，
张维为的《这就是中国》、
周振华的《卓越的全球城市：
国家使命与上海雄心》等社科
类图书，
李信忠的《增长的逻辑：
华为与亚马逊的管理哲学》、
理查德·亚马龙的《经济指标手册：
评判经济趋
势，
最大化盈利、
最小化损失》等财经类图书，
江晓原的《科学外史（I—III）》、
英国皇家地理协会编著《DK 人
类探险史》等新知类图书，
《钢琴考级曲集（2020 版）》
《海派时尚流行趋势研究》
《锦绣世界：国际丝绸艺术
精品集》等生活类图书，
《秦文君臻美花香文集》
《了不起的许多多》
《地球大冒险》等少儿类图书，
均为上海
的重点新书。
上海书展期间，
上海市实体书店分会场对 100 种上海精品图书书目的上架率将达到 80%，
外埠实体书
店分会场将达到 60%。实体书店分会场将在宣传布置、
品种落实、
活动打造上更加精确到位。 （穆宏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近日举行 2019 年（夏季）上海新书发布会，向社会发
布《2019 上海书展推荐 100 种上海精品图书书目（夏季版）》。
这 100 种精品图书中，有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上海解放 70 周年等重大节庆的精品图书，如《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歌曲 100 首》
《五月的鲜花——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连环画专辑》
《战上
海》
《上海 1949》
《上海相册：
70 年 70 个瞬间》；
有名家精品，
如方鸿辉的《吴孟超》、
何建明的《浦东史诗》、
孙
顒的《风眼》、
范迁的《锦瑟》等文学类图书，
王家范的《明清江南社会史散论》、
冯骥才《天津砖刻艺术：
手稿

100 家本埠分会场分档、提标，
50 家外埠分会场扩容、
延伸
■王雪明
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在上海市 16 个区
设立 100 家分会场，首次在江苏、浙江、安徽、北京、天
津、
河北等 26 个省市设立 50 家分会场。外埠分会场借
力钟书阁、
西西弗书店、
上海三联书店、
百新书局、
晓风
书屋在全国的连锁书店，走出上海，将上海书展“我爱
读书，我爱生活”的理念传达到全国，分享给各地读
者。这也是上海书展首次走出上海，在长三角和国内
其他城市开设分会场。
自 2009 上海书展首次设立分会场以来，由十几家
发展到 2019 年 150 家，由实体书店分会场发展到图书
馆、农家书屋分会场，由上海本埠向外埠延伸，力求进
一步提升“书香满城”的地域和人群覆盖面，推动全民
阅读。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徐炯说：
“我们能够走向全国，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与上海书展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密不可分。同时这几年
实体书店回暖，新型书店的出现也为上海书展走向更
广阔的空间提供了硬件条件。钟书阁、
西西弗、
上海三
联、
言几又这些品牌书店在全国 26 省 50 多家门店都将
成为上海书展的外埠分会场，
名家分享、
新书签售等活
动都会陆续推出。
”
除了让更多外地读者参与到上海书
展中，这些外埠分会场也有助于沪版精品图书在上海
以外地区获得更频繁亮相和推荐。
今年，
在上海全市 16 个区设立的 100 家分会场，
原
则是分档、提标——实体书店侧重“展销+文化活动”，
图书馆、
农家书屋侧重
“展示+文化活动”
。本届上海书
展与上海市 16 个区携手，将遍布全市的图书馆、实体
书店、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农家书屋等公共阅读文化空
间纳入书展分会场体系，在申城设立 100 个分会场，推
动“一区一特色”全民阅读活动示范品牌进一步成熟、
定型。在业内人士看来，
这几年，
越来越多重量级嘉宾
主动去更能静下心来与读者从容交流的分会场，因此
分会场的活动品质越来越高，
亮点越来越多。

即将在书展亮相的朵云书院旗舰店

书展期间，150 家书展分会场均张贴统一制作的
海报，利用横幅、电子屏告知大众。本埠书店分会场
须 在 显 著 区 域 标 明“ 全 场 图 书 八 折 销 售 ”或“ 本 柜
（组）图书八折销售”等字样，将《2019 上海书展上海
精品图书 100 种》作为重点品种，组织实施至少 2 场
文化营销活动；本埠图书馆分会场组织实施至少一
场贯穿书展 7 天的展览和不少于 5 场的文化活动；本
埠农家书屋分会场组织实施至少一场文化活动或展
览展示；外埠分会场在店堂显著区域设立“2019 上海
精品图书展销区”，重点推荐《2019 上海书展上海精
品图书 100 种》；积极策划组织文化营销活动，实现服
务读者、服务社会的价值，营造书香氛围，推动全民
阅读。
本埠 100 家分会场同时纳入上海市“迎进博会窗
口优质服务”
的重点窗口、
上海市图书销售行业创建上
海市“文明行业”范围，积极倡导文明服务、规范服务、
优质服务，
精准对接读者文化需求，
落实公共文化公益
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要求，展示行业形象。同
时，具体主导分会场推进工作的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
协会将通过去年组建的上海市出版物市场督察员队伍
对 100 家分会场进行巡访，邀请各地书业人士走访外
埠分会场，
以求做实、
做细。对于优秀分会场将予以表
彰，对于表现不佳的分会场将予以批评并取消明年的

《气候赌场：全球变暖的风险、不确定性与经济学》

作者：[美]威廉·诺德豪斯
译者：梁小民
定价：78.00 元
ISBN：978-7-5473-1523-1

《增长的逻辑：华为与亚马逊的管理哲学》

作者：李信忠
定价：
48.00 元
ISBN：978-7-5473-1473-9

天津（1 家）
重庆（2 家）
内蒙古（1 家）
山西（1 家）
河北（1 家）
辽宁（1 家）
吉林（1 家）
黑龙江（1 家）
江苏（5 家）

安徽（1 家）
山东（1 家）
浙江（12 家）

江西（1 家）
福建（1 家）
湖南（1 家）
湖北（2 家）
河南（1 家）
广东（1 家）
海南（1 家）
广西（1 家）
贵州（3 家）
四川（2 家）
云南（1 家）
陕西（3 家）
甘肃（1 家）

甲壳虫汽车如何由第三帝国失败的声
望工程变成战后世界经济复苏的奇迹？
一款汽车的历史，更是一部全球商业
史、经济史、社会变迁史、思想观念史，
浓缩了人类近一个世纪的兴衰荣辱、
悲欢离合。

作者：
伯恩哈德·里格尔
译者：
乔爱玲、
柯明
定价：
49.80 元
ISBN：
978-7-5473-1486-9

该书是哈格利商业史奖获得者伯恩哈
德·里格尔的代表作。利用多种语言的丰
富资源，
《甲壳虫的全球史》展示了一系列
角色，包括政治权威和企业家、管理人员和
工程师、记者和广告商、流水线工人和汽车
收藏家以及日常驾驶员，将甲壳虫打造成
全球偶像的过程。甲壳虫汽车从第三帝国
失败的声望项目转而成为世界知名品牌的
传奇故事，阐明了 20 世纪全球化的多重起
源、
创造性适应和持久的不平等。

《阿米巴经营的中国实践：
“向心力”系统经营实学》

揭开时间的面纱
带你进入华为和亚马逊的商
业世界
聆听任正非和贝佐斯的时间
复利密码

华为、腾讯、阿里巴巴都
在用的经营管理法。稻盛和
夫打造世界 500 强企业的经
营秘诀。

未来 10 年是东方遇见西方
的 10 年，
也是
“一带一路”
深入发
展的 10 年。该书作者结合自己
多年的管理经验和投资研究经
验，详细阐述了华为和亚马逊快
速增长的底层思维逻辑和创新
成功组织基因（3S）模型，也展开
分析了创新者任正非和贝佐斯
等优秀企业家的优秀领导力素
质和企业家精神。

该书面向企业创始人、职
业经理人以及广大的经营管
理者们，作者在汲取稻盛和夫
阿米巴经营的宝贵精髓的基
础上，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
况，从实战落地的角度形成了
“向心力”系统经营实学体系，
给成长型的中国中小民营企
业带来新的经营思想、落地的
方法和工具，实现企业的可持
续性发展。

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9 上海书展外埠 50 家分会场一览
地区
北京（3 家）

作者：
何朝来
定价：
58.00 元
ISBN：
978-7-5473-1499-9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话：
021-62288670

传真：+（86）21-62417400

店名
上海三联书店 READWAY 北京朝阳大悦城
钟书阁北京店
西西弗北京西直门凯德店
西西弗天津海信广场店
钟书阁重庆店
西西弗重庆万象城店
西西弗呼和浩特维多利时代 Itimes 店
西西弗太原万象城店
西西弗石家庄万象城店
西西弗沈阳万象城店
西西弗长春活力城店
西西弗哈尔滨凯德学府店
博库书城徐州店
钟书阁扬州广陵店
钟书阁苏州店
钟书阁无锡店
西西弗南京环宇城店
西西弗合肥万象城店
西西弗济南印象城店
上海三联书店·宁波筑蹊生活
台州书城
钟书阁杭州店
杭州晓风书屋体育场路总店
杭州晓风书屋浙江美术馆店
杭州晓风书屋运河店
杭州晓风书屋浙江日报店
杭州晓风书屋浙江省人民医院店
杭州晓风书屋中国丝绸博物馆店
杭州晓风书屋良渚博物院店
杭州晓风书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店
西西弗杭州国大城市广场店
西西弗南昌铜锣湾店
西西弗福州爱琴海店
西西弗长沙 IFS 店
钟书阁武汉店
西西弗武汉天地壹方店
西西弗郑州万象城店
西西弗广州万菱汇店
西西弗海口宜欣城店
西西弗南宁万象城店
钟书阁贵阳店
钟书阁遵义店
西西弗贵阳 TPMALL 店
钟书阁成都店
西西弗成都万象城店
西西弗昆明爱琴海店
上海三联书店 READWAY 西安中大店
钟书阁西安店
西西弗西安大融城店
西西弗兰州中心店

《西乡隆盛：
剧变时代的领导力》

《甲壳虫的全球史》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威廉·诺德豪斯代表作
写给大众的气候经济学
《气候赌场》是一部汇集
气候经济学领域主要成果的
总览性著作。作者认为，我
们已经进入了“气候赌场”，
正在摇动全球变暖的骰子，
但仍有机会转身走出赌场。
作者分析了当今最重要的环
境问题，结合福利经济学、环
境经济学，提出了应对气候
变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为
实际解决方案指明了方向。

分会场资格等。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利表示，
今年对书展分会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华连锁有 22
家分会场，要在宣传布置、品种落实、活动打造上更到
位、
更精确。西西弗书店代表陈诗莹说，
西西弗在上海
市内有 3 家分会场，营销书目以今年推荐的重点书目
为主，
如品种短缺的会在店内挑选优质品种补充，
陈列
区域在收银台附近，
让更多读者享受书展优惠活动；
西
西弗外埠有 26 家省会城市门店首次作为分会场，将利
用线上平台进行宣传，联动各地分会场开展分会场活
动，让更多的读者享受到上海书展推荐的重点图书和
福利优惠。
喜马拉雅 APP 将首次设立上海书展听书分会场，
设置 7 个主题频道，分类推荐经典读物；同时推出上海
书展限定版免费听书礼包，每天提供 70 本书。阅文集
团首次将 70 本书推荐给读者下载阅读，同时继续组织
开展“网络文学会客厅”活动，并将举办网络文学作品
《上海繁华》等纸书出版首发式。分会场朵云书院旗舰
店将在书展开幕前对外运营，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
海中心大厦 52 层，它将是上海最接近云端的书店——
书店在 239 米高空，约 2200 平方米店面中，集中 6 万多
册图书，精选 2000 多种好物，其中 20 多种为独立开发
的原创产品，彰显上海特色和韵味。
“伦敦书评书店专
区”
“豆瓣高分图书专区”
“有态度的书架”这三大特色
分区，
以
“高分精选”
“大咖诚荐”
作为卖点。
此次上海书展，高颜值有内涵的品牌实体书店将
集体亮相，公益性的阅读文化机构也将共襄这一书香
盛举，分会场还将举办图书优惠展销与丰富的阅读文
化活动。正如业内人士谈到的，
150 家书展分会场广泛
深入地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充分发挥引领人文价值，
传
播
“风向标”
平台作用，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引领社
会阅读风尚，
擦亮
“书香上海”
品牌，
助力上海文化大发
展，
为建设书香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剧变时代尤其需要读西乡隆盛
稻盛和夫的精神偶像
卓越领导力的范本

作者：[日]童门冬二
译者：饶雪梅
定价：29.80 元
ISBN：978-7-5473-1481-4

该书是分析日本明治维新
政治、军事统帅西乡隆盛领导
艺术的权威著作。作品通过考
察西乡隆盛与开明藩主、攘夷
公卿、倒幕志士乃至普通民众
的交往，
分析其人生信念、
人格
品质和谋事策略如何让他在剧
变时代赢得广泛的支持，化解
了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
从而顺利推进明治维新，扭转
了日本的命运。

《中世纪商业合伙史》
现代商业企业的历史根基！马克斯·韦伯的首部传世之作，深
刻影响韦伯后期作品的学术起点。
《中世纪商业合伙史》是马克斯·韦伯
的早期著作和首部传世之作。该书基于
韦伯的博士论文，
是一部重要的商法史专
著。它聚焦于中世纪晚期的商业组织及
其法律背景，
辨析南欧地中海地区的工商
业合伙经营的若干种形式，
从中探寻现代
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的不同起源，
以及二
者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如何受当时
“社会
连带关系”
的制约和法学解释的影响。本
书展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的历史先驱，
对于理解现代商业的本质和局限，
具有重
要意义。此外，
该书也深刻影响了韦伯的
后期作品；
后来成为现代社会学、
经济史
作者：
[德] 马克斯·韦伯 译者：
陶永新
学基础的许多主题、
观念和理论思路，
本
定价：
49.00 元
书中均可见其轮廓和雏形。
ISBN：
978-7-5473-1491-3

邮箱：
78570341@qq.com

Email：zbb@orientpc.com

